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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的呈现与守护

———卢梭“罗马政制”论的社会理论意涵

张国旺

提要：民情是卢梭社会思想的核心，他对民情的讨论构成了西方社会理

论的重要开端。本文试图将“民情”这一道德社会学的视角带入罗马政制的

讨论中，考察各项政制的社会理论意涵。本文认为，罗马人民大会是特定历

史时期不同民情在制度上的体现，元老院的功能在于通过法律引导民情的总

体趋向，护民官的实质是以否决权守护民情，监察官的权力旨在呈现和引导

公共舆论的裁断，独裁官制能否有效运用取决于公众对绝对权力的社会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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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卢梭的“民情”与“罗马政制”

自卢梭《社会契约论》出版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来理解其中以“公意”所确立的共和国，将其集体性的存在特征仅仅

当成是一种拟制出来的“道德人格”。共和国即政治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这一思路所聚焦者乃是共和国作为“政治社会”而具有的“政
治性”。与此不同，涂尔干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哲学切入，探讨《社会契

约论》中共和国作为“政治社会”而具有的“社会性”。在他看来，卢梭

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社会事实的秩序总体上不同于纯粹

个体事实的秩序，社会是存在于纯粹心理世界之上的新世界”（涂尔

干，２００６ａ：６０）。这个“社会事实”的新世界就是诸种“法”构成的世界，
包括政治法、民事法和刑事法，也包括以习俗、风尚和舆论形态存在

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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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种，卢梭又增加了第四种，即习俗、风尚以及至为

重要的舆论，对卢梭来说，第四种法是社会秩序的基石。通过这些

说法，卢梭旨在说明，集体性的思想形态与行为方式尽管没有采取

一种明晰和确定的形式，却可以像正式的法律那样决定人们的心

态和行为。（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８５）

在卢梭看来，舆论、风尚和习俗所呈现的就是总体意义上的“民

情”（ｍｏｅｕｒｓ），①是一个“社会”体现在舆论和风尚之中的集体意识、社
会心态和共通情感。尽管卢梭无法像后来的涂尔干一样明确地将它

们作为“道德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涂尔干，２００６ｂ：
２２２），也不可能去做有关于此的实证研究，但他已经意识到，它们之
所以比其他正式的法律更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

根本。

不过，作为社会科学正式诞生之前的先行者，卢梭对民情的思考并

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原则的宣示上，也没有就民情的各项内容本身来

讨论民情；他论述民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是在“民情与政制”及其

互动关系的总体结构中来呈现民情的力量和限度。这集中体现在他对

罗马政制的分析中，亦即《社会契约论》第四卷围绕罗马人民大会、护

民官、独裁官和监察官所做的讨论。三种分别以库里亚、部族和百人团

为单位的人民大会，以消极权力特征的护民官，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

以及充当道德风尚、民情舆论之“喉舌”的监察官，它们共同构成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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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ｏｅｕｒｓ如何翻译，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理论问题。就历史渊源而言，ｍｏｅｕｒｓ在罗马人
的语言中即是ｍｏｒｅｓ，指的是最广义意义上的风俗和习惯及其所蕴含的道德状态，欧洲各
国指谓“道德”的词，如英文的ｍｏｒａｌ皆由此而来。但ｍｏｅｕｒｓ的核心又不是通常所说的道
德规范，因而许多英译者便直接用ｍｏｒｅｓ来指代，以避免ｍｏｒａｌ或ｍｏｒａｌｓ所具有的过强的
规范性。就思想渊源而言，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较早地提出了现代风俗或民

情的问题，涂尔干也在此意义上称其为社会学之“社会”概念，后来的托克维尔在《论美

国的民主》中回应了孟德斯鸠提出的民情问题（渠敬东，２００９：４２）。在中文中，一般将
ｍｏｅｕｒｓ翻译为“风尚”、“风俗习惯”等，如卢梭的成名作一般就译为《论科学和艺术的复
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但这一译法过于强调了其中习惯、习俗等作为客观事实的一

面，而无法传达出其中与整体的情感、意识有关的属于民心的一面。由于本文的重点是

要从“人民共同体”这一政治体的生命状态的角度来看待 ｍｏｅｕｒｓ，将 ｍｏｅｕｒｓ作为政治体
生命状态的展现，因而，本文在整体上将其翻译为“民情”。同时，为了保留其风俗习惯

的面向，我们在文中进行具体论述和分析时将不严格限定在“民情”这一表述上，而是会

因语境不同而使用诸如“风俗”、“社会风尚”、“集体情感”、“社会心态”、“共通情感”等

具有解释性的概念，以呈现ｍｏｅｕｒｓ的丰富性。



力结构相当不同于以代议制和三权分立为根本的现代自由主义政制对

于权力的理解。而在罗马政制的现代复兴中，卢梭的这一重构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卡塔拉诺，２００９：１－７）。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卢梭《社
会契约论》第四卷，尤其是其中的第四至七节，就通常被冠之以罗马政

制的名称。

早在２０世纪初，就有学者声称这部分罗马政制的内容对于卢梭的
思想来说纯属多余，甚至不过是卢梭为了填满《社会契约论》第四卷而

勉强为之的堆砌（Ｖａｕｇａｎ，１９１５：１０９；Ｄｅｒａｔｈé，１９６４：１４９４－１４９５）。但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都一再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武断，并逐渐形成了现

在研究这一论题的主流观点，亦即《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的罗马政制仅

仅是狭义层面的罗马政制，对它们的探讨必须充分结合《社会契约论》

其余部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第四卷的罗马政制与《社会契约论》主

旨之间有着内在关联：罗马政制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内容，相反它构成

了我们从实践角度理解卢梭抽象的“政治权利之原则”的核心环节（马

斯特，２０１３；吉尔丁，２００６；迈尔，２０１４）。也就是说，政治权利之原则的
论述是理论性的，而有关罗马政制的讨论则是实践性的（迈尔，２０１４：
１８６），同时，政治家的实践智慧指向和依赖于一种“立法者的科学”（马
斯特，２０１３：３９７－３９８）。但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在卢梭的思想中，无论
是政治家的实践理性，还是伟大立法者的创制智慧，它们如果要获得成

功，都必须把对社会总体民情的引导和维护作为宗旨。

由此，真正的要害是，如果遵循涂尔干对卢梭社会思想的洞察，将

“民情”这一道德社会学的视角带入罗马政制的讨论中，我们便会发现

罗马政制之于卢梭的意义并不在于政制本身，而是在罗马政制与其民

情之间的关系：三种罗马人民大会是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情在制度

上的体现，元老院对法律的执行所要面对和考量的是民情的实际状况，

护民官消极权力的实质是代表民情状态下沉默的人民发出反对的声

音，监察官的权力行使旨在呈现和引导社会意见和公共舆论的裁断，独

裁官制能否有效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对绝对权力所持

的普遍心态。在卢梭看来，罗马共和国像任何一个政治体一样有其自

身的“生命”，社会意见、公共舆论、集体心态所言者都是民情的构成要

素，它们共同揭示着这个生命体的生命状态。

在此基础上，本文准备从民情或社会风尚的角度入手，梳理卢梭对

罗马共和历史，尤其是罗马共和政制的论述，进而在社会理论层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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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安排如何起到对民情的呈现和守护作用，探讨卢梭式罗马政制之

于当代的理论意义。

二、“社会”的起源：民情的历史层垒及其可分性

（一）民情与“社会”的起源
民情（ｍｏｅｕｒｓ）可谓卢梭社会思想中最为核心也最难解的概念。阿

兰·布鲁姆认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技术化倾向已经使我们难以理解这

个词的实质含义，要么在“道德”（ｍｏｒａｌｓ）意义上将其固化为人们必须
遵从的诸种规范性要求，要么在“礼仪”或“行为举止”（ｍａｎｎｅｒ）的意义
上将其泛化为人际交往的表面性形式，最终消解了它与人的内在精神

的关联。因而，他主张同时从民族整体上的生活样式与个体心灵的道

德趣味两个方面入手来还原其真正内涵（Ｂｌｏｏｍ，１９６０：１４９）。与此类
似，马斯特也认为“ｍｏｅｕｒｓ”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意味着个体或民族的生
活方式，既包含个体的道德状态，又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习俗和风尚（马

斯特，２０１３：２７６）。借助社会理论史的洞察，渠敬东的分析扩展了上述
讨论；他留意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涂尔干对“民情”问题考察的关

联性，同时也强调必须以卢梭思想中的两个“乌托邦式”①的原初类型

来澄清“民情”与“社会”或“社会性”之间的关系：“ｍｏｅｕｒｓ”既不是指
卢梭自然状态下彼此隔绝的野蛮人的状态，也不是指斯巴达式的城邦

生活中人彻底成为公民所构成的政治状态，而是蕴含着现代意义上

“社会性”的内容，它所反映的是人时刻处于社会习俗之中、受到社会

习俗的侵染，但又没有彻底将自身交给政体来确定的状态（渠敬东，

２００９：４２－４４）。也就是说，在卢梭以乌托邦方式所刻画的自然状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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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在卢梭那里是表达观念的最完美方式，它源于卢梭以自我经验为核心的
自我启示和自我确认，而不是由形而上学所作的推演（Ｓｈｋｌａｒ，１９６９：２；渠敬东，２００９：３６）。
同时，史珂拉（ＪｕｄｉｔｈＮ．Ｓｈｋｌａｒ）认为卢梭思想中有两个乌托邦的类型，分别是以公民生活
为核心的“斯巴达城邦”（Ｓｐａｒｔａｎｃｉｔｙ）和以自足的家庭生活为核心的“黄金时代”（Ａｇｅｏｆ
Ｇｏｌｄ）（Ｓｈｋｌａｒ，１９６９：１２－３２）。本文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承认这一点，并认为必须将卢
梭刻画的原初“自然状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列进其中；甚至，在更根本的意义上，黄金时代
不过是原初自然状态演化的一个阶段。最后，“黄金时代”的核心其实是具有自然性的

家庭生活，就本文所论述的人与公民、自然与政治的对张结构而言，它的典型意义并不重

要，因而，本文选取自然状态与斯巴达城邦作为卢梭的两个乌托邦类型。



斯巴达状态之外，在人只作为人和人完全成为公民之外，有一种全新而

复杂的状态需要用 ｍｏｅｕｒｓ来处理，因为它既与人的自然有关，也与人
作为公民的政治德性有关，而且还时常与社会习俗、地方习惯构成的

“社会状态”搅扰在一起。在卢梭看来，是充满着恶和奴役的文明化的

“社会状态”，而不是自然和政治构成了现代人首先要面对的必然性命

运（Ｓｈｋｌａｒ，１９６９：１１０－１１２；渠敬东，２００９：３８；张国旺，２０１４ａ），因而，要
让人们摆脱社会状态的意见专制，就必须在“社会状态”中逐步培育纯

朴健康的民情，搭建与自身自然、与政治体的正当性关联，进而形成真

正的“社会”。就此而言，“社会状态”是一个更广泛的状态，它更多地

指向个体自恋式的自尊（ａｍｏｕｒｐｒｏｐｒｅ）和社会意见的专制，而民情则是
其中既贴近每个人的自然，又能以整体的方式通达政治的精神力量，而

当它败坏的时候，它与“社会状态”就互相搅扰、融合在一起，进而带来

个体心灵趣味、民族整体生活，甚至是政治内在结构的蜕变。在这个意

义上，民情问题不是“社会状态”问题，而是“社会状态”如何克服的问

题，也即“社会”的起源问题（渠敬东，２００９：４３）。
与此同时，两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类型分别对应着卢梭描述社会起

源问题的两条脉络。第一条以自然状态的乌托邦情景为开端，最系统

地体现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有关自然状态演化历

史的论述中。这一线索的重点乃是人性本身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变得

丰富和复杂的过程，而不同的阶段都相应地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前者是

个体意义上内在精神的变化，后者是集体意义上社会道德状态的变化，

二者的结合在总体上构成了“社会”演变和生成的图谱（马斯特，２０１３：
２２８－２６７；张国旺，２０１４ｂ：１３２－１４８）。事实上，如果纵观卢梭著作中对
民情的描绘，我们将会发现，与这样一条哲学化的社会起源线索相照

应，存在另外一条历史化的“民情”演变的脉络。它的一端是乌托邦式

的斯巴达，它们在卢梭的笔下始终是民情健朗、人心纯朴的代表；一端

是以当时巴黎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人心败坏、风尚混乱；而中间夹杂着

罗马共和国、日内瓦共和国、败坏的雅典、罗马帝国、威尼斯等内容。显

然，这不是一条遵循所谓历史时间而勾勒的进程，卢梭也根本不相信线

性发展的历史观，对他来说，古代的罗马共和国和眼下的日内瓦、科西

嘉具有同样的理论意义。因而，与其说它是历史的线索，倒不如说它更

像是历史化的图谱，不同的国家或政体更多的是依照“民情类型”而做

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以民情或社会类型为指引而对文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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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阶段所做的类型化。下文还将表明，这样一条从纯朴到败坏的线索，

同样适用于对每个社会自身演变历史的分析，亦即每个社会也都大致

会经历“最初的野蛮状态”、“德行时期”和“败坏时期”（马斯特，２０１３：
２９８）

在卢梭这里，作为原初状态的乌托邦源自现实，又构成衡量现实的

标杆。斯巴达作为民情的完美类型源于卢梭对巴黎民情与日内瓦民情

之间强烈反差的思考，亦即，为什么巴黎和日内瓦，它们的所有道德、宗

教和政治原则都相同，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习却截然不同？巴

黎的“坏”和日内瓦的“好”在根本上源自它们在民情上的差别（渠敬

东，２００９：４３）。① 巴黎民情的败坏体现为人们都遗忘了自身的自然，远
离自身所属的政治，而普遍地沉浸于一种由公共舆论和社会意见构成

的社会状态；日内瓦民情的纯朴则体现为人们安于自己的家庭，乐于所

属的祖国，对达朗贝尔所呼吁的以剧院为核心的社会娱乐兴趣索然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６０：９７）。虽然日内瓦比巴黎更“好”，但评判它们的标准
却是乌托邦式的斯巴达。② 斯巴达在民情上是完美的原点，个人完全

彻底地成为公民，人的自然与共同体的政治直接统合在一起；因而，民

情的内容就是自然的内容，也即政治的内容。换句话说，斯巴达构成了

“民情类型”的原初状态，它的完美或者说类型学意义就在于“民情”在

那里恰恰不构成独立的空间，因为所有个体都处于去自然化的公民状

态，所有的空间都是由政治所塑造的。民情的纯朴等同于公民德性的

单纯。这已经不是真实的斯巴达，而是哲学化的斯巴达，这种理想化的

思路也决定了他对罗马民情历史的论述本质上是一种带有理论性的建

构。由此而言，“民情”和“自然状态”的概念一样，不在于表达一种完

全固定的民情的状态和样式，而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原初的完美状态为

标尺考察它不断发育、扩展、层垒的阶段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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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告诉你，有些人在巴黎会毫无顾忌地去剧院看戏，但一回到日内瓦就压根儿不进剧院

了，因为祖国的良好风尚比娱乐更让他们觉得亲近。哪一个厚颜无耻的母亲敢带她的女

儿到这种散播丑行的地方去？哪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愿意到剧院去遭受大家的指

摘？……在我们日内瓦，人们的宗教信仰肯定不比巴黎差，何况我们还有民情（ｍｏｅｕｒｓ）、
德性和爱国主义所给予我们的力量，甚至能约束那些连宗教原则都约束不了的人们”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６０：９７）。
“我们国家的青年人在日内瓦也如同在斯巴达一样地处在正派的公共氛围的环绕之中。

不过，不论我对我的同胞抱有多大的信心，但我十分清楚：他们毕竟不是斯巴达人”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６０：９７）。



（二）民情的历史层垒
所谓“层垒”，不是人为营造的产物，而是某种要素在历史延续中

不断自我沉淀和自我累积的结果，它开始可能体现为像种子一样的持

续生成和成长，但在超过某个界线之后就会被视为不断蜕变和衰落的

过程。对卢梭来说，这是任何一个政治体都必须面对的命运：“政治体

也犹如人体那样，自从它一诞生就开始在走向死亡了，它本身就包含着

使自己灭亡的原因；但它们也都能具有一种内在的本原———一种或多

或少是茁壮的、能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保全自身的构造”（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９１３：７７）。就此而言，“历史的层垒”是政治体自我演变的结果，是“过
去”和“现在”持续不断的叠加，也可以说是“古今”始终融合于自身，并

指向一个宿命的终点。“民情层垒”的过程最为集中地展现在罗马共

和历史的变迁中。在卢梭的民情类型学图谱中，罗马的位置极为重要

又相当特殊，首先，它的民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斯巴达式的政治统领一切

的彻底公民化，自然性与社会性有特定的位置；其次，它共和时期的民

情始终保有纯朴的力量，就像卢梭笔下“黄金时代”的野蛮人一样，处

于纯粹的乌托邦原点与败坏状态的中间；再次，在卢梭看来，尽管每个

政治体都包含着从青春到年老的衰退，但罗马从共和到帝国的历史将

这样一条不断蜕变和“层垒”的线索呈现得最为明显。从早期罗马人

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到财富的地位上升但富人仍需低调行事，再到贿选

盛行而不得不采取秘密投票……最后，共和末期，“罗马人就常常不得

不乞援于种种非常的权宜手段来补救法律的不足”（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
１０５）。① 因而，如果说斯巴达和当时的巴黎构成了卢梭考察民情类型
的两端，那么，罗马对卢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类型化地展现民情

在两端之间的演变。也正是因此，卢梭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要历史

学地还原罗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要从民情的角度重新理解甚至

“推测”罗马自身的变迁。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有关罗马初期的可靠文献。甚至于看来很

有可能人们谈到有关罗马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是寓言；而且一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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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卢梭看来，法律的大量出现恰恰表明原有的民情已经丧失力量，不再具有主导性的约

束力；而法律只能约束坏人，但无法使其变成好人（卢梭，２０１６：５７）。就此而言，民情的力
量在罗马共和末期确实已经分崩离析，因为作为民情败坏之象征的法律也都需要非常规

的手段来加以补救了。



来，各民族纪年史上最有教育意义的那部分，亦即他们开创时期的

历史，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那部分……我们就差不多只有凭推

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９７）

卢梭的罗马论述采取的不是实证史学，而是“推测史”的进路，因

为开创“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民族的史前史，缺

乏那种只有在明确的民族自我意识形成后才会自觉记载的可靠文献。

不过，推测史并不是任意的猜测，而是要遵循特定的原则：“我们发现

的种种既成风俗，至少表明了这些风俗都有一个起源。凡是能追溯到

这些起源的传说，凡是根据最大的权威而且又被最有力的推理所证实

了的传说，就都应该认为是最确切可靠的”（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９７）。显
然，这个建构过程与卢梭推测人类不平等的演化史呈现出方法上的一

致（卢梭，２０１７：４９）。因而，卢梭的罗马“推测史”，即是按照理性所重
构的历史。不过，这种方法仍然是形式上的，它没有回答理性若要避免

任意，它自身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卢梭在推测不平等的演化史之时，

在根本上遵循的是在外因促动下的人性本身的发展逻辑，那么，他所呈

现的罗马史的内在逻辑和节奏是什么？卢梭有关罗马政体变迁的讨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一定会有人举出罗马共和国来反驳我，他们要说罗马共和国

经历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历程，是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又由贵族

制过渡到民主制的。但我的想法远非如此。罗慕路斯最初创立的

是一个混合政府，这个混合政府迅速地蜕变为专制政体。由于一

些特殊原因，这个国家过早地夭折了，正像我们看到新生儿在未成

年以前就死去那样。塔尔干王朝之被驱逐，才是共和国真正诞生

的时期……（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７５）

这条长注夹杂在有关政府蜕化的论述中，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按照通常的罗马史分期，罗马共和国的政体演变是由君主制、贵

族制到民主制，这与卢梭要确立的政体蜕变学说完全无法协调，因为他

认为天然的趋势是由民主制到贵族制再到君主制。不过，卢梭不仅没

有放弃自己的理论，而且重新勾勒了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变迁。大体上，

传统认为是君主制的王政时期，在卢梭看来不过是罗马共和国真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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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一段“插曲”，对理解罗马共和来说并不重要。真正的历史线索

应该是：塔尔干王朝被驱逐到护民官的设立属于共和国的孕育期；护民

官的设立之后才是民主制的开始；接着是由传统身份贵族消失和新贵

诞生所奠定的贵族制；最后是贵族制滥用所导致的内战，以苏拉、恺撒、

奥古斯都为代表的君主制的确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对历

史的重构。问题的要害是，在卢梭的政府学说中，政体或政府的蜕变仅

仅是一种表征，它的因由并不在政府本身，而是政府为了应对总体民情

之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民情及其变化才是根本，是促使政体变迁的

最终本原。这也正是卢梭重构罗马政体蜕变的理论原则，也是他以护

民官、贵族群体和内战来划分阶段的真正原因，因为护民官的确立、贵

族群体的扩大和内战所反映的正是民情状态的变化，甚至它们自身就

是民情构成中非常核心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上文“推

测史”的问题：民情及其演变，是卢梭重新勾勒罗马史时所遵循的“理

性”，也是卢梭眼中罗马史内在的节奏。

（三）民情的可分性
民情，指向的是人的社会性的发育空间，它在横向结构上是能够将

人之自然与政体的本原勾连起来的群体道德状态；而在纵向演变上则

体现为一个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不断的生成和层垒。因而，就像社会的

诞生是自然状态逐步变得“不自然”的过程，罗马共和国民情的发育也

正是最初的“民情”不断复杂化和结构化的过程。

在卢梭的考察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罗马民情的力量不单单体现

在它对人们心灵趣味和集体道德取向的塑造上，更重要的是，它还以制

度化的方式将活力不断灌注到最高政治中。这个制度化的方式即罗马

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是罗马人民作为主权者出场的方式，是人民作

为整体直接将“集体情感”表达出来的渠道。

库里亚大会是罗慕路斯的创制，百人团大会是塞尔维乌斯的

创制，部族大会则是人民的保民官的创制。任何法律惟有人民大

会才能批准，任何行政官惟有人民大会才能选举；而且既然没有一

个公民是不编入某一个库里亚、某一个百人团或某一个部族之内

的，因此每个公民都不能被剥夺投票权，因此罗马人民在法律上与

事实上都真正是主权者。（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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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中指出，这代表了罗马人民大会或人民

的“可分性”，不仅降低了人民集会的权威，更揭示了罗马民会组织的

非民主性，而只有像雅典那样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埃克莱西

亚才是真正民主性的（科瓦略夫，２００７：１２１）。若以一人一票为标准，
罗马的人民集会的确显得非常奇怪：三种方式都不是直接按人头计票，

而是先在每个库里亚、百人团或部族内部以多数票做出决定，再以库里

亚、百人团或部族为单位计算多数票作为人民集会的决议。尤其是百

人团大会更显得匪夷所思，因为它首先是将罗马全体人民按财产划分

为六等，然后每一等再分配不同的百人团数量，最后的结果是百人团大

会总共有１９３个百人团（亦即１９３票），第一等级所占的团数就超过了
一半———９８个，“人数最少的一级乃是团数最多的一级”，而“当第一
级所有的百人团意见都一致的时候，人们干脆就不再计算票数了，最少

数人所决定的事，便被通过成为大多数人的决议”（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
１０３）。但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卢梭在承认百人团大会的本质是金钱决
定一切的同时，仍然明确声称“罗马人民的全部尊严惟有在百人团大

会里才能充分表现出来”（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４）。针对这一点，麦考密
克在对比卢梭与马基雅维利的基础上，主张卢梭的目的是抵制马基雅

维利的平民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并在形式平等的掩护下为等级制度和

精英特权辩护（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２００７：３）。不过，两位学者都过于关注精英
与平民在政治影响上的差别，而忽视了卢梭的真正关切：“我们在这里

并不评判这第三种计数办法本身（指将人民划分为六等）是好是坏，但

我相信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早期罗马人纯朴的民情，他们的公正单纯，

他们对农耕的兴趣，他们对于商业与牟利的鄙视，这种办法就不可能付

诸实践……民情和监察官要比这种制度更有力量，同时也纠正了这一

制度的弊端”（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１）。也就是说，卢梭要探讨的，恰恰不
是这些制度在形式上是否合理或在实践上是否有等级歧视之嫌，而是

这些看起来明显不合理的制度为何能够在罗马运行良好，那种能够支

撑并纠正其弊端的力量是什么。在卢梭看来，这种力量就是民情，也就

是罗马人整体的道德取向、喜好和舆论。

既然罗马的政制设置不能孤立地抽离出来评判，它们与民情的关

联才是根本，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讨，为何罗马人民集会的方式多达三

种，这种立体式的人民集会制度对我们理解罗马共和的民情意味着什

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三种人民集会的起源都放在了护民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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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说，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梭对罗马历史的重新划分，

三者的起源都在罗马共和国真正诞生之前的“插曲”阶段。库里亚大

会是在最早的罗慕路斯时期，百人团大会是在塞尔维乌斯时期，它们都

在塔尔干王朝被驱逐之前。虽然部族大会是由护民官创制的，但作为

其基础的城市部族与乡村部族的区分、数量比重却是由塞尔维乌斯奠

定的。无论是罗慕路斯还是塞尔维乌斯，都属于卢梭所说的罗马民族

的“传说”；在推测史和精神史的意义上，它们恰恰构成了罗马民族在

整体上进行自我理解的“源头”。由此来看，卢梭试图呈现的问题不在

于三者的历史性，而在于它们与罗慕路斯、塞尔维乌斯之“传说”的直

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共同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真正诞生时（以塔

尔干王朝被驱逐为标志）所继承的结构化的“民情”及其制度化的呈现

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卢梭要将三种分属

不同时段、跨度如此之大的集会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因为他所说

的既在法律上也在事实上是主权者的“罗马人民”并不是与三种集会

方式相对应的特定时段的人民，而是由历史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罗

马人民，同时，它也就是罗马共和诞生时（以塔尔干王朝被驱逐为标

志）继承了自身历史与民情的现实化的人民。因而，三种集会方式所

指向的与其说是人民大会或人民的“可分性”，倒不如说是层垒化的、

结构化的民情的“可分性”。民情竟然也是可分的，这是卢梭民情学说

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在推测史的理论冒险中得来的成果。

民情的“可分性”，意味着三种集会方式在起源上所代表的民情的

差异。库里亚大会被恩格斯描述为原始氏族民主制的体现形式（恩格

斯，１９９９：１３０－１３１），而在卢梭这里，它构成了罗慕路斯用以遏制元老
院的方式，“他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人民以整个数量上的权威，用以平

衡他所留给贵族们权势上和财富上的权威”（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２）。同
时，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一种主导着当时民情态度的社会制度———

“庇护制”，①它将库里亚大会和元老院勾连、汇合在一起，使得贵族可

以通过自己所庇护群体影响库里亚大会的多数（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２－
１０３）。同样，卢梭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将百人团大会视为罗马超越氏

２２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６

① 在韦伯看来，庇护制或恩护关系起源于战争中的主仆关系，随着重装步兵战术的胜利，这

种关系便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意义，而成为确保恩主社会势力的一种制度，因而是罗马

门阀势力的重要支柱（韦伯，２００５：２０２－２０３）。卢梭的论述则未提及这一军事性起源，而
主要强调它的社会性。



族血缘共同体的标志（恩格斯，１９９９：１３３－１３４），而是从形式和实质两
个方面强调了它与当时社会民情的关联，它在实质上对财富的重视代

表了塞尔维乌斯应对传统身份贵族没落和财产新贵涌现这一形势的努

力，而它在形式上的军事色彩则构成了它获得民众拥护的重要原因；前

者是新社会态势的实际影响，后者是“保家卫国”这一公民德性在社会

道德氛围上的遗存。就部族大会而言，卢梭没有像后来的韦伯一样将

其视为城居土地贵族对城邦政治的主导（韦伯，２００５：１９２），而是强调
它虽然是由护民官所创制，但真正的社会民情基础却是乡村部族与城

市部族区分，尤其是它所反映的罗马人民对乡村纯朴生活的推崇和热

爱。就此而言，罗马人民对农耕生活的推崇、“爱祖国”所体现的道德

氛围、社会庇护制所蕴含的社会结构、财富意义上的社会态势和心态，

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卢梭反复强调的罗马人纯朴的民情和风尚，同时

它们彼此在起源和现实效果上的区分又构成了三种人民集会的民情

基础。

三、民情与政制：罗马政制的社会理论意涵

在讨论民情与政制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确切地把握民

情在卢梭社会思想中的根本性位置。按照卢梭的政体蜕化学说，政体

形式从民主制向君主制演变的根由并不在政府本身，而是在作为其基

础的民情的变化。如上文所述，这一思路也是他重新划分罗马政体分

期的依据，而如果在民情发生蜕化甚至是败坏的时候，政体形式没有获

得相应的调整，则恰恰会让民情导向更糟糕的结果，这也正是他批判西

塞罗之言论的原因所在。① 不止于此，就法律而言，无论是规定国家总

体关系的政治法，还是调整成员之间关系的市民法、以惩罚为核心的刑

法，都不是最重要的法律，它们只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已，而民情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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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批评涉及罗马人民大会投票方式的转变，即到了共和国末期，投票从公开变成了秘

密的匿名投票。西塞罗谴责了这一转变，并认为其带来了共和国的灭亡。但卢梭认为，

西塞罗过于看重投票方式本身的转变了，而没有看到投票方式的转变仅仅是一种表征，

真正的原因在于社会“民情”从纯朴健朗到腐化破裂的转变。好的制度应该因应民情的

变化而适时地变化，而不是在民情已经转变的情况下依旧固守原有的形式。否则，不仅

不可能维系原有的制度，还会因其对民情所强施的形式化要求而进一步败坏民情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５）。



尚才是穹窿顶上真正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它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力量……它可以保持一个

民族的创制精神”（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４８）。就此而言，民情是一个政治体
或共和国所有法律的源头和母体。

事实上，“民情”的基础性位置不只是体现在卢梭对政体、法律等

问题的分析中，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体上构成了与“政治体”相互对等

的范畴，它们在根本上所刻画的是同一个事物，所不同者仅仅是角度的

差异。“政治体”所侧重的更多是它在政治联合意义上的统一性。

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上讲，这个政治体即是由缔约联合的人们

一起创造出来的“人民共同体”，因而，典型的卢梭式国家是人民的国

家，“人民共同体”是共和国之所以存在的绝对的源头和根本；同时，这

样的共和国也是有机论意义上“生命”，它拥有自己特定的内在统一

性、恒常的自我和意志等生命要素。如果说“政治体”是从政治理论的

角度对联合结果的描述，那么，“民情”则是由社会理论和历史维度所

做的描述，旨在将政治体这一理论构造物落实在具体的社会风尚、习俗

舆论和历史脉络中。“民情”与“政治体”的对等性在于：政治体是有机

论意义上的生命，而民情就是它的生命状态；只有在民情中，我们才能

判断它健康与否、活力如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关联，卢梭才说，人们

“处理一般事务的方式就足以确切地表明民情的实际情况与政治体的

健康状态”（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９２）。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卢梭式的罗马政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

如，通常而言，卢梭重构的罗马政制往往被认为是权力的结构与配置问

题，比如，库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和部族大会都属于主权者的现身形

态，亦即“人民共同体”如何以主权者身份行使立法权的问题。这忽视

了在社会学意义上立法权与总体民情的内在关系：罗马人民的三种集

会方式在形式上被称为“立法权”的呈现方式，但立法权所呈现的内容

恰恰是总体民情中共同的意志趋向。就本文的关注而言，卢梭式罗马

政制的核心不是纯粹的权力结构问题，而是它与总体民情的结构性关

系，亦即多元一体的政制安排如何从不同维度实现对罗马总体民情的

呈现与守护。

（一）元老院：通过法律引导民情
表面上，卢梭对罗马政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社会契约论》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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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包括人民大会、护民官、监察官和独裁官四种制度设置，而在历史上

起着重要作用的元老院似乎被有意忽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它的

定位需要同时结合罗马历史分期和卢梭政府学说中的“执行权”来理

解。如上所述，在以护民官设立为标志的真正的民主制时期，人民既是

主权者，又是行政官和司法官，“元老院只不过是一个低一级的执政会

议，用以缓和或者是集中政府权力”（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７５），而执政官
“尽管是战时的绝对统帅，但在罗马也不过是人民的主席而已”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７５）。到了以传统贵族没落、新贵涌现为标志的贵族
制时期，人民便仅仅是主权者，执行权完全由扩大了的元老院掌握，而

执政官由元老院任命，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裁断。君主制时期，不仅元

老院变得徒具其表，就连人民集会本身都已经丧失了共和的要义，立法

权与执行权在根本上统合于君主之手。总体来说，民主制时期立法权

与执行权还没有完成应有的分立，君主制又意味着共和精神的完全消

逝，而只有在卢梭视为共和典范的贵族制时期，元老院的位置才具有政

制上的意义，亦即它们作为执行权的代表与罗马人民的立法权构成了

罗马政制中最为核心的两种权力安排。

按照卢梭的界定，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只能由人民自己来表达，这是

人民共同体不可让渡和放弃的立法权（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而人民共同
体的力量却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或代理来替人民行使，这就是政府所行

使的执行权（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在罗马共和的历史语境中，元老院就是
行使执行权的政府。元老院除了在执行权意义上代表罗马共和国的公

共力量以外，还在整体的意义上与总体民情有着深刻的关联：“政府是

那个把其包含在内的大的政治体的‘小型化’，它是被赋予特定能力的

道德人格，可以像主权者那样是主动的，也可以像国家那样是被动的”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５２）。也就是说，元老院不仅仅是公共力量的行使者，
更是罗马共和国的“小型化”，是社会总体民情的“缩影”，是人民共同

体自身内部多种力量、利益之间的强弱对比得以呈现的中介。

不止于此，元老院与民情的关系还体现在它的理性职能上。如同

卢梭将执行权比作国家的“大脑”一样，它的实质内涵就是要求政府承

担起理性意义上的判断、衡量和计算，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实现法律与

民情的互动，“维护社会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比如在召开人民集会

时，一个法定条件是要求占卜必须是吉兆，此时元老院的理性职能就体

现出来：“元老院可以借此约束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并且可以及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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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煽动事端的护民官的狂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２）。无论是罗马人
固有的桀骜不驯，还是护民官具有煽动性的狂热，都是罗马共和国总体

民情的重要内容，而元老院正是通过对“占卜必须是吉兆”这一法律的

明智运用实现了法律与民情的良性互动，以及对总体民情趋向的引导。

（二）护民官：通过否决权守护民情
卢梭对罗马护民官的讨论明显不同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将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张结构视为罗马体制的活力所在，而护民官的设

立源于这一结构并使其更为完美，进而为罗马扩展为帝国奠定了基础

（马基雅维利，２００５：５４－５７；曼斯菲尔德，２００９：２４－２５）。卢梭虽然也
着眼于护民官的制度性位置，但其重心却大相径庭：护民官“可以用来

保护主权者以对抗政府，就像人民的护民官在罗马所做的那样”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６）。亦即，在马基雅维利那里的平民群体在此升格
为“主权者”，作为对张结构一极的贵族及其元老院降格为“政府”，而

护民官则褪去了平民色彩，成为立法权的守护者。不止于此，卢梭也明

显无意于将护民官仅限于罗马体制，威尼斯的十人会议和斯巴达的监

察委员都在其定义之内，因而，他探讨的护民官既源于罗马政制的具体

历史，又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当人们不能在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确定一个严格的比率

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可消除的原因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比率

的时候，于是人们便创立了一种特殊的统治机构；这一机构并不和

其他部分一道构成共同体，但它能使每一项恢复正确的比率。它

或是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或是在君主与主权者之间，或者如果必要

的话，同时在这两方面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也可以说是一个比例中

项。（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６）

在卢梭这里，“比率”即法律，君主即“政府”，君主与人民、君主与

主权者之间的比率就是国家的政治法和根本法。政府之所以设立，原

本就是为了在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建立中介，使人民的自我统治成为可

能；如今，在“主权者—政府—臣民”这一总体结构无法确定或者不断

改变的时候，又需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新的中介———“护民官”。就

此而言，护民官是政治体之根本法的调节者。同时，之所以需要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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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根本法已经出现了危机，而调节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其恢复

“正确的比率”，回到健康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护民官又是“法律和

立法权的守护者”（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６）。
不过，何以一个世俗的、既无占卜权也无司法权的官吏能够成为总

体意义上的守护者？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回到其与社会民情的内

在关联。其一，就起源来说，罗马的护民官是罗马平民以“另建新城”为

威胁而获得的成果（科瓦略夫，２００７：８５－８６），但是，卢梭却有意淡化了
护民官的派系色彩，将其视为贵族与平民的共同守护者。平民需要贵

族、贵族也需要平民，这构成了护民官得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

其二，虽然罗马护民官的功能是调解人民与元老院，也就是主权者与政

府之间的根本法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成文的规范，而是不成文的习

俗与习惯，因而，护民官对法律和立法权的守护在根本上必须是也只能

是对社会民情中涉及国家体制的习惯的守护。就此而言，护民官的真正

力量并不来自护民官本人，而是源自习惯和传统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其

三，尽管卢梭将罗马护民官的特征界定为守护主权者对抗政府，但就权

力的具体行使方式而言，它却是被动的，它只能以“否决权”的方式禁止

元老院对现状的任何改变。但是，何以以主动状态为特征的主权者需要

一个被动性的护民官的保护？答案只能是此时的主权者不处于主动状

态，因为处于主动状态的罗马人民就是集会时的罗马人民，它根本不需

要任何权力的保护就可以轻易地捍卫自己。被动状态的罗马人民就是

日常意义上处于社会民情状态的罗马人民，护民官的被动性恰恰表明

它是在代表非集会状态下沉默的人民、代表民情中总体的意志趋向发

声。此外，尽管护民官可以代表民情状态下的罗马人民发声，但发声的

内容仅仅体现为否定性的禁止，它并不分享罗马人民立法权的任何部

分；同时，它虽然以否定的方式对抗元老院的行政权，但它也不具有任

何的行政权。如马斯特敏锐指出的，这些特征不得不让人想起卢梭所

说的“伟大立法者”（马斯特，２０１３：５２６），因为立法者所具有的也正是
这样一种既无立法权也无行政权，但又享有神圣权威的形象，而这种精

神上的一脉相承表明护民官就是立法者在日常状态下的化身。①

在卢梭这里，伟大的立法者不是个别条文的制定者，而是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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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要行使否决权，又要体察原初的立法者的用意，这样的制度设置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

迹，比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护民官的实质精神。



整体生活方式和道德态度的确立者，而创制的核心就在于逐步培育出适

宜的民情。因而，对罗马的护民官来说，如果它要实现自己的功能，既超

越于罗马人民与元老院，又能调解平民与贵族的结构性关系，它就必须以

立法者的使命自我要求，不断地回溯和重温罗慕路斯、赛尔西乌斯等人为

罗马创制时的智慧，像他们专心致力于彼时的民情一样守护此时的民情。

（三）监察官：社会风尚的“喉舌”
在罗马，监察官也是神圣的高级官吏，其职责主要包括审查元老的

名单，进行公民调查，监督公民的道德和风俗，以及管理国有财产和公

共工程（科瓦略夫，２００７：１２５－１２６；马尔蒂诺，２０１４：２２１）。而在卢梭的
论述里，监察官的权力与元老院的权力在本质上同属一类，它们都是与

立法权相对的执行权，差别仅仅在于，作为政府的元老院所执行的是由

人民的公意宣告而成的法律，而监察官所执行的则是另一种体现为公共

意见和社会舆论的法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１１）。换句话说，在罗马式的城
邦生活中，人民是最根本的立法源泉，不仅以集会方式行动起来的人民

可以用公意来确立法律，即便是以日常状态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民也同

样在不断地确立法律，因为人民的普遍态度、看法和情感所构成的总体

就是具有约束力的“民情”。不过，监察官要执行这种无形的“社会之法”

或“风尚之法”，就首先必须找到这种法律并将其宣示出来。

要把一个民族的民情和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区分开来，那是徒

劳无益的；因为这两者都依据同一个原则，所以必然地混在一起。

在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中，决定他们的趣味和取舍的绝不是自然，而

是意见。只要矫正人们的意见，他们的民情自然也就会纯正。人

们总是爱好的事物，或者说，爱他们认为是好的事物；然而正是在

这种判断上，人们会犯错误；因此，正是这种判断需要加以规制和

引导。评判民情的人就是在评判荣誉，而评判荣誉的人则是从公

共意见里得出他的法律的。（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１１）

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观念源于人们对好的事物的理解，而真正

的“好”和看起来的“好”在这里没有根本差别，人们所追求的本就是在

他们看来是“好”的东西。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和理解，而不是他

们内在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日常行动和道德选择。卢梭所讲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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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个体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对一个民族或共和国来说，这就是整体意

义上的趣味或伦理风格，也就是一个社会中民情最为典型的内容。监

察官需要在无形的社会民情里找到那些真正决定人们生活态度和道德

趣味的本原、力量和逻辑，并像立法者一样将其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民

情的约束力不能仅仅体现在一般的社会氛围里，更要通过监察官的把握

和行动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力量。因而，凭借监察官的存在，社会民情如

同拥有了身体一样，能够将自己的判断公之于世、加之于“个案”。在此

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监察官各项职责的要义所在。监察官有权审

查元老的名单，删去不合格的元老或添上新的成员，看似专断的权力实

则有内在的逻辑在主导，因为监察官并不是以个人的喜好而是以整体民

情的趣味作为裁断的依据。这一点在监察官的公民调查权上体现得更

为明显。公民调查，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统计公民相关信息，编制公民

名单，但其真正要害在于监察官有权决定公民应该划归的部族和等级。

为了羞辱乌合懒散之徒，就把他们很不光彩地迁徙到城市的

部族里去。沙宾人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回到罗马时是满载荣誉

的，就被编入了一个乡村部族，而这个乡村部族随后就以他的姓氏

命名。被释放的奴隶全都编入了城市的部族……（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９１３：９９）

我们必须看到，在罗马，民情和监察官要比这种制度（指把罗

马人区分为六个等级的制度）更有力量，同时也纠正了这一制度

的弊端，因为富人若是过分炫耀自己的富有，就会被贬到穷人的等

级里去。（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１）

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罗马乡村部族与城市部族的区分是部族大

会的基础，而这一区分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民情，亦即罗马人普遍怀有的

对乡村纯朴生活的爱好与推崇，与此相对的是人们对倦怠懒散的城市

生活的鄙夷，这种总体的心态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社会风气的根本。因

而，对监察官来说，当他将一个人划归到城市部族，将另一个人划归乡

村部族的时候，他是在代表罗马人民，将无形的民情对这两个人的道德

“评判”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一方面，一个人是不是懒散之徒，民情和

舆论早有定论，监察官只是以公权力的方式将这一定论公之于世；另一

方面，将其划归城市部族是在执行无形的“社会之法”，一种以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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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而实现的民情和舆论的惩罚。克劳狄乌斯编入乡村部族所表明的

则是监察官如何呈现民情对个人的褒奖。

与此类似，监察官将富人降级的事例也遵循着相同的义理。如前

文所述，按财产把罗马人分为六个等级是塞尔维乌斯的创制，它代表了

塞尔维乌斯应对传统身份贵族没落和财产新贵涌现这一形势的努力。

财富成为社会态势的核心的同时，人们对财富的集体心态也随之成为

民情的核心。塞尔维乌斯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并延续下来成为罗马制度

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仍然相信贵族不只是代表财富，而

且也意味着更高的德性。就此而言，一个贵族如果沉浸于财富的炫耀，

无疑意味着他在社会舆论面前沦落为缺乏德性的典型。而作为民情的

守护者，监察官就必须要表达民情所受到的伤害，并通过羞辱和惩罚恢

复集体心态的平静。

除了在民情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呈现并实现民情的评判，监察官还

应该在民情摇摆不定的时候发挥作用，“在它们尚未确定的时候就把

它们固定下来”（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１２），引导其走向正确的道路。卢梭
举例说，“决斗时要带副手的习惯，在法兰西王国中曾经举国若狂地盛

极一时，但它只是由国王一纸诏书里寥寥的这样几个字就被废除了的：

‘至于那些怯懦得要带副手的人们’”（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１２）。如同对
护民官的处理一样，卢梭对监察官的界定源于罗马经验但又不限于罗

马经验；它不仅包括斯巴达的监察委员会，也指向了１８世纪做出高妙
之举的法兰西国王。不过，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卢梭试图阐明的

精神主旨。决斗关乎的是两方的荣誉，它依赖于人们的荣誉感和尚武

精神，因而它的本质要求是他人的见证而不是副手的帮助。如果决斗

时带副手已经成为普遍状态，那只能说明荣誉感虽然仍然支配决斗的

习俗，但在新的社会情势下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主导性。而正是在社会

心态摇摆于勇武与怯懦之时，国王的诏书刺激了人们的荣誉感并利用

荣誉感压制了人们的怯懦。也就是说，“这一判断参与、引导了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公共的判断，便一下子决定了公共的判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９１３：１１２）。

（四）独裁官：绝对权力的困境与社会心态
在卢梭论述的罗马政制中，独裁官应该算得上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一个，也是现代政制中最容易明显看到其变体的一个。无论是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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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例外状态，还是洛克执行权意义上的“专权”（ｐ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ｖｅ），它
们所揭示的难题在根本上都与罗马独裁官的处境大同小异。真正值得

注意的倒是他展示了罗马共和国初期与末期运用独裁官制度时截然不

同的困境。

在共和国初期，罗马人几乎毫无限制地将独裁官制运用于选举、祭

祀和种种纯粹形式性的日常事务，而其原因在于“罗马的民情使得在别

的时代里曾经是必要的种种防范措施都成为多余的；人们既不用害怕独

裁官会滥用他的权威，也不用害怕他会企图在任满之后仍然保持他的权

威”（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９）。但到了共和国末期，如同上文讨论卢梭的罗
马史分期时所指出的，罗马整体的社会心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罗马人

已经变得更为谨慎多虑了，正像以往他们滥用独裁官制度一样，他们现

在又毫无来由地吝惜独裁官制度”（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０９）。在卢梭看来，
共和国初期滥用的危险不在于滥用权力而在于贬低权力，势必会使得它

在关键时刻无法坚定自持，被人们看成仅仅是个空的头衔；而末期谨慎

多虑的危险则体现为命悬一线而不自知，在紧急状态中依然选择日常性

措施。如此对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初期同时提出严厉的指责，这在卢梭的

著作中是相当罕见的，但我们却由此清楚地看到，卢梭所关心的并不是

独裁官本身的性质或应该何时设立，而是独裁官与民情（此处体现为社

会心态）所构成的难题。共和国民情纯朴有力时，不仅决断性的总体权

力在民情面前会轻易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就连社会危机很大程度上也可

以依靠民情而度过，因而人们才对考量独裁官的权力究竟应该用在哪里

不那么严格，也不担心独裁官会滥用自身的绝对权力。而在共和国末

期，共和所依赖的德性已经趋于衰弱，曾经是公开投票的公民大会也采

取了秘密的匿名方式，西塞罗作为最有声望的元老真正关心的也不过

是自己的虚荣而非祖国的安全，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和社会心态的紧张

自不待言；此时本该是独裁官能够在危机面前发挥作用的时候，但却因

人们普遍抱有的“谨慎多虑”而难以实现。比如，“关于喀提林事件并

未任命一个独裁官，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１１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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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喀提林事件又被称为“喀提林阴谋”，卢梭对此事的叙述十分简略，详细过程可参见历史

学家的相关论述（科瓦略夫，２００７：５０９－５１８；布林格曼，２０１４：２８３－２８６）。不过，通过对
比，恰恰能够看到卢梭所关注的既不是共和国末期的土地改革和债务问题，也不是当时

的派系斗争，而是什么原因使得元老院在如此显而易见地需要独裁官的情况下竟没有运

用这一制度。



卢梭并未从上述对比中得出有关独裁官的普遍性结论，更多的倒

是罗马历史所提供的教训。事实上，这恰恰显示了这一权力包含的内

在的困难。在初期的滥用和末期的吝惜之中，贯穿着一个相同的要素，

亦即独裁官若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具备让人“望而生畏”的权威，但权

力是否能够让人望而生畏，恰恰不取决于权力自身，而取决于权力所影

响的人们的共同心态。而对卢梭来说，作为民情的构成要素，集体心

态、社会舆论的形态和变化都有其自身的强大逻辑，诸种政制安排也只

能是呈现其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守护它，而绝不可能改变或决

定它从健康到败坏的自然走向。滥用时对权力的放心是其自然，吝惜

时对权力的恐惧同样是其自然。这种民情的自然衰变论和民情的决定

论在卢梭的罗马政制论述中可谓俯拾皆是，在根本上构成了卢梭民情

学说的主线和要害。元老院、护民官、监察官和独裁官，甚至包括罗马

人民的三种集会，对民情的呈现和守护都必须以民情的这一特性为前

提，就像是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走向终结一样，民情“自从它一诞生起就

开始在死亡了”（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１３：７７）。

四、余论：卢梭、罗伯斯庇尔与“罗马幻象”

在现代思想家中，卢梭并不是将罗马作为历史遗产来严肃对待的

开启者，甚至也不是其中最系统和全面的一位，但因为雅各宾派在法国

大革命中复兴罗马体制的灾难性实践，他所刻画的罗马却沦落为一幅

必须加以克服的“幻象”。

作为卢梭的信徒，罗伯斯庇尔是这一演变过程中决定性的一环。

罗伯斯庇尔政治行动的根本动力和关切是美德问题：“民主政府或人

民政府的基本的本原是什么……这就是美德”，“我说的是公共美德，

这种美德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伟大的奇迹，并且这一美德将要在共和

的法国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罗伯斯比尔，１９６５：１７１－１７２）。这里
的希腊是在卢梭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希腊世界中的异类———斯巴达，

一个比罗马还罗马的城邦。而他经常提及的罗马，则几乎略去了卢梭

刻画罗马时所强调的复杂的政制结构，只剩下一幅以罗马人的自由形

象为基调的底色。因而，无论是对卢梭本人的理解和崇拜，还是对卢梭

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罗伯斯庇尔所着眼的都是精神意义上的德性，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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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确立个体形象和公共伦理风格的内在力量（马德林，２０１６：１６５；斯
科尔，２０１５：３６６）。而且，这种力量曾经塑造了强大而自由的罗马人
民，而法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让它在法兰西共和国中实现出来。

但到了１８１９年，也就是大革命结束将近三十年之际，贡斯当就在
那场关于古代人与现代人之自由的演讲中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个

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是现代人真正的自由，政治自由虽然也是不可或缺

的，但要求现代社会的人民像罗马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个人自

由，其结果将是失去一切自由（贡斯当，２００５：４５－４６）。对贡斯当来
说，罗伯斯庇尔的错误相当程度上源自卢梭著作的误导，结果是他像卢

梭一样“未能认识到两千年的实践所导致的人的气质的变化”（贡斯

当，２００５：４０）。与此类似，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几乎是延续了贡斯
当的观点，并用《古代城市》的详细论述来反对现代人对古人的盲目模

仿。古朗士的批评也隐含地指向了雅各宾派的罗马幻象的思想源

头———卢梭，以至于有学者明确声称古朗士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反

卢梭”（阿尔多，２００５：３２１）。
马克思与恩格斯则从另一个方面釜底抽薪地批判了雅各宾派的罗

马幻象：“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派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

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

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５７：１５６）。在马克思看来，古代罗马人以共和所实
现的自由并不完全来自他们作为公民的美德，更重要也更根本的，是为

他们的闲暇和政治参与提供社会条件的奴隶制；与此相比，法国大革命

所催生的现代社会不仅缺乏这一实在的社会基础，而且它在一开始就

视为命脉的“人权”恰恰是要涤荡社会中所有不平等的依附和奴役。

罗伯斯庇尔没有意识到，一方面以人权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追求自我

利益的社会自由，一方面又在事后要求他们为了美德而压制、摧毁社会

自由所创造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状态，这不啻是自相矛盾、缘木求鱼。

如果回到卢梭，回到这个由雅各宾派所造就的“罗马幻象”的源

头，我们就会发现他对罗马体制的处理与这些思路都不相同。如上文

所分析，卢梭的确讨论过美德或德性，但他所说的德性更多的是指一种

体现在整体罗马人身上的、普遍的社会风尚；卢梭也很清楚奴隶制之于

罗马公民自由的意义，但他强调的不是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关系，而是奴

隶制基础上的公民共同体形成了何种与其没有必然关系的总体社会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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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而当卢梭勾勒自由的罗马人如何失去自由时，他所遵循的线索恰恰

是在罗马人公共的道德态度在共和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发生了何种转

变。因而，经由法国大革命而变为“幻象”的罗马，在卢梭那里却有着

真切的具体含义，不管是普遍的社会风尚、总体的社会氛围，还是公共

的道德态度，它们指向的都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民情”，这才是卢梭

重构罗马共和政制的真正线索和实质关切。

卢梭重构的罗马政制包括了五种基本权力，即人民大会的立法权、

元老院的执行权、护民官的否决权、监察官的公共裁断权和独裁官的决

断权。与现代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不同，卢梭所关心的是它们

与总体民情的关系。如果说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生命体，民情代表的是

这个生命体的生命状态和日常活力，那么，五种政制安排就是为了从不

同方面将其生命和活力呈现出来，确立为制度化的力量。人民大会在

罗马包括库里亚大会、部族大会和百人团大会三种形式，它们分别是三

个特定历史时期民情状态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三种历史性民情在罗马

共和时期得以遗存的制度化渠道。元老院作为罗马共和国贵族制时期

的“政府”，既是整个社会民情的“缩影”，又要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达成

法律与民情的互动，实现对民情的引导。护民官是伟大立法者在常规

时期的化身，它需要洞察总体民情中所蕴含的集体意志状态，将其以否

决权的方式对抗元老院、维护既定的法律。监察官是社会舆论、公共判

断的宣告者和“社会之法”的执行者，旨在以羞辱性的惩罚或荣誉性的

奖励抚平集体意识所受到的伤害。独裁官是重大危机状态下的总体决

断权，可以悬置包括人民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既定权力，但其能否真正适

时地确立最终取决于民众对绝对权力的普遍心理和整体心态。因而，

对卢梭心目中的罗马来说，民情是“社会”的起源，是特定历史的层垒，

也是诸种政制安排健康运行的本原。

历史并不是停留在过去的遗物，它能否创造性地成为当下生活的

内容，给每一个普通人以充盈的力量，全在于我们能否找到历史与当下

的关联。站在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潮头，卢梭对罗马政制的重新理解并

不是为了简单地重构，而是要在现代民情问题的新视野中重温罗马政

制的历史场景。对卢梭而言，罗马并不是一个符号，而是其所身处的现

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回溯源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不管是

罗伯斯庇尔，还是贡斯当、古朗士，也不管他们是同意还是反对卢梭，他

们事实上也都是在以自己对文明处境的判断呈现对罗马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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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讲的罗马都不是绝对的，文明还在发展，罗马的面

目也还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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